·１７８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７１８（２００６）０９—１７８４一０４

小鼠脑中Ｚｎ元素和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表达的研究
张元勋１，龙建纲２，
沈

慧２，

李德禄１，

王荫淞１，

李爱国１，

张桂林１，

黄宇营３，

王福悌２，
何玮３

（１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８００；２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３中科院北京离能物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９）

［摘要］

目的：研究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与ｚｎ等金属元素在脑中精细分布的相互作用和功能。方法：使用

同步辐射ｘ射线荧光法（ＳＲＸＲＦ）测定小鼠全脑和脑切片中ｚｎ等金属元素分布，同时使用反转录多聚酶链式反应
（ＲＴ—ＰＣＲ）检测小鼠各组织中的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量。结果：脑中ｚｎ元素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分布在皮层、海
马和齿状回部位。大脑皮层、海马和睾丸中的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有较高丰度，而其它组织中未检出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结论：
ＺｎＴ３能促进胞浆内ｚｎ富集于囊泡中，通过介导胞浆锌的跨膜转运过程，构造囊泡“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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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几乎参与机体内所有

ＺｎＴ）。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这些ＺｎＴ蛋白都

的生理代谢过程，尤其与脑发育及功能有密切联

具有多个跨膜域，富含组氨酸、脑内环等结构特征。

系…。锌在脑组织中的转运过程是锌营养的重要研

推断ＺｎＴ在机体中具有一定的生理功能，参与锌通

究内容，研究锌在脑组织中的转运过程对深入理解

过细胞膜的流出和流进过程，可能是介导锌离子进

锌影响脑发育及功能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出细胞的“膜受体”，并可能在脑中发挥重要的生理

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国际上许多学者对锌转运过程
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进展缓慢，没有发现任何一个

功能Ｍ Ｊ，例如ＺｎＴ３可能参与锌摄入神经元囊泡及睾
丸中的过程口』。

直接参与锌转运的蛋白质。直到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

ＺｎＴ的发现使锌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为锌在细

Ｐａｌｍｉｔｅｒ等心１及Ｈｕａｎｇ等口。连续克隆到４种直接参

胞和分子水平的更深刻认识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

与锌转运的基因，被称为锌转运体（ｚｉｎｃ

研究的深入，对于锌元素与锌转运体之间的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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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制，锌转运体在锌内稳态中的功能作用以及锌转运

大器、主放大器和堆积排除器后进人多道能谱仪，最

体和锌的特异分布与相应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还

后由计算机系统进行能谱解析和数据处理¨ｏ。

有待深化。本项研究使用同步辐射ｘ荧光微探针

２．２

（ＳＲＸＲＦ）微区扫描分析技术，结合使用反转录聚合

小鼠脑切片微区元素扫描测定需要对上述的同步辐

使用ＳＲＸＲＦ微探针扫描锌元素的精细分布

酶链式反应（ＲＴ—ＰＣＲ）等分子生物学新技术，研究

射ｘ射线荧光分析实验装置进行变动升级。首先是

锌等元素在脑切片中的分布与锌转运体表达模式之

在ｘ射线束流引出端安装从日本引进的电子４刀狭

间的相互关系，为阐明锌转运体及锌等元素在脑功

缝仪，调整狭缝宽度，使入射光束成为０．２

能中作用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ｍｍ微束。然后安装由微机程控的三维移动样品平
台，并在微机上设置全自动扫描能谱获取系统，详细

材料和方法

实验装置可参阅文献旧ｊ。实验测定时将脑切片样品

１材料
动物模型

１．１

ｍｍ×０．２

置于三维移动平台上，使入射的ｘ射线微束沿着设
选用成年雄性ＩＣＲ小鼠１８只，体

重１７—２０９，由上海西普尔一必凯公司提供。随机分

ｂｙ ｐｏｉｎｔ）进行扫描分析测定。
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小鼠各组织中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

定的范围逐点（ｐｏｉｎｔ
２．３

成３组：缺锌组、对照组和高锌组，每组６只，分笼饲

的表达首先取小鼠脑、心、肝、肺、肾、小肠、睾丸等

养。含锌饲料购自美国Ｄｙｅｔｓ公司，参照美国营养协

组织适量，一步法抽取组织总ＲＮＡ，然后设计ＺｎＴ３

会报告的ＡＩＮ一９３Ｇ配方配制纯化饲料Ｍｊ，饲料含锌

引物，以１００ ｎｇ小鼠海马总ＲＮＡ为模板，ＲＴ—ＰＣＲ

量分别为＜１、３０和１８０ ｍｇ／ｋｇ。动物饲养在塑料笼

克隆ＺｎＴ３片段。ＲＴ—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积为２０止，

具内，自由饮用蒸馏水，照明周期为１２ ｈ／ｄ，室温控

通过模板量、退火温度和循环数的调整用于确定各

制在２１—２５℃，动物饲养实验室符合国标清洁级。

组织ＲＮＡ的反应参数，实验时以小鼠Ｂ一肌动蛋白

脑切片

将分组饲养４周后的小鼠断头处死，

（Ｂ—ａｃｔｉｎ）作内对照。ＲＴ—ＰＣＲ反应产物作琼脂糖

全脑、心、肝、肺、肾、小肠、睾丸等组织器官快速分离

凝胶电泳分析，使用ＳＸ—ＩＭＡＧＥ凝胶成像系统，对

１．２

后置于液氮内保存。使用冰冻切片机制备脑组织切

电泳图作灰度扫描，将获取的ＺｎＴ３／Ｊ３一ａｃｔｉｎ灰度扫

片，将全脑组织置于切片机支架，快速冷冻固定后，

描比值进行方差分析和不同组织间的相互比较。

作冠状连续冷冻切片，切片厚度１０—２０ ｐ．ｍ，切片

结

随即平铺在６¨ｍ厚度的聚乙烯薄膜上，并用尼龙
框架固定后置于干燥器内自然干燥，以备扫描分

果

１小鼠脑组织中的微量元素含量
在实验动物喂养过程中，对于缺锌组小鼠在使

析时使用。
２方法

用缺锌饲料喂养１０ ｄ后，小鼠开始出现皮毛失去光

使用ＳＲＸＲＦ宽束技术测定微量元素含量在

泽并逐渐开始变黄脱落，足爪脱屑，嘴角毛发脱落并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４Ｗ１ Ｂ同步辐射ｘ射线荧光

有局部出血等缺锌症状表现。使用常规同步辐射ｘ

分析站上进行鼠脑中微量元素的测定。实验时将同

荧光法，对实验培育的缺锌组、正常组和高锌组小鼠

步辐射产生的直径为６ ｍｍ的宽束白光直接照射样

的全脑组织进行了多元素测定，图１是一个典型的

２．１

品，在束流的引出端放置合适的铝吸收片，目的是降

同步辐射ｘ射线微束激发脑样品的能谱图，使用

低来自较高原子序数元素的ＬＸ射线和较低原子序

ＡＸＩＬ解谱软件一ｊ，可定量得到ｚｎ、Ｃｕ、Ｆｅ、ｃａ、Ｋ等

数元素的ＫＸ射线，使感兴趣元素的特征ｘ射线以

微量元素浓度结果。由表１可见，高锌组和对照组

适当的强度进入探测器，防止脉冲堆积、死时间过大

的脑锌含量显著高于缺锌组（Ｐ＜０．０５）。对于铜、

和出现相加峰。束流轰击样品时产生的元素特征ｘ

铁、钾和钙等元素含量，高锌组虽有增加，但３组问

射线由Ｓｉ（Ｌｉ）半导体探测器接受，信号经过前置放

无显著差异。

表１小鼠脑组织中元素的干重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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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Ｚｎ

Ｇｒｏｕｐ
Ｚｉｎ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马中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易于检出，而小脑和嗅球中未检出

ｍＲＮＡ。统计表明，海马和睾丸之间的ＺｎＴ３

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表达没有显著差异，而它们两者与大脑皮层
相比有显著差异（Ｐ＜ｏ．０５）。

Ｆｉｇ １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ＲＸＲＦ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鼠脑样品的同步辐射ｘ荧光能谱图

图１

２脑切片中锌元素的分布

使用ＳＲＸＲＦ微探针对脑切片进行扫描分析，可

Ｆｉｇ ３

得到锌等微量元素在脑微区组织中的精细分布。图
２是脑切片示意图，图３是对应于切片组织的Ｚｎ元

Ｚｉｎ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ｓｌｉｃｅ ｏｆ ｍｏｕｓｅ

（斗ｇ‘ｇ。１）．
图３锌元素在小鼠脑切片中的含量分布

素分布。使用美国Ｍｉｃｒｏｍａｔｔｅｒ公司提供的一套薄膜
标准样品作为分析系统的微区定量标准，可得到脑
切片中ｚｎ元素的浓度分布。由图可见，锌元素在脑
中不是均匀分布的，以皮质和海马等组织中含量较

多，尤其是喂养高锌饲料的小鼠海马和皮质的锌浓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和低锌组，而其它脑区未见显著
性变化。
Ｆｉｇ ４

图４

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ｂｙ ＲＴ—ＰＣＲ．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小鼠各组织中的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

讨

论

脑是生物体结构复杂，功能高超的器官，锌离子
是脑内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在脑发育和功能中
发挥重要作用。脑内锌和其它必需微量元素如铜、
铁、镁、钙等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协调的关系，其中
之一含量反常必然会影响其它元素的浓度，从而导
致相应的功能异常。脑内锌有其严格的调控方
Ｆｉｇ ２

Ａ ｓｌｉ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圈２小鼠脑切片示意图

３小鼠各组织中的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量
使用ＲＴ—ＰＣＲ方法，以Ｂ—ａｃｔｉｎ作内对照，对
小鼠各组织总ＲＮＡ．中所含的ｚＩｌ乃ｍＲＮＡ进行检
测。结果表明，在睾丸和脑组织中的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有

式Ｍ Ｊ，锌在蛋白质中与巯基结合比较稳定，很难从蛋
白质中置换出来。锌离子在神经元突触囊泡中富
集，锌转运体包括ＺｎＴｌ、ＺｎＴ２和ＺｎＴ３的跨膜转运有
利于ｚｎ在囊泡中的聚集。ｚｎ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

释放，通过电压门控和配体门控通道影响神经兴奋
性，提示ｚｎ是神经系统的内源性神经兴奋性调节物。
由图３可见，海马中的锌含量可高达１００

ｌ叽ｇ／ｇ，

较高丰度，而在心、肝、脾、肺、肾、小肠等组织中未检

是锌含量低的道束区（胼胝体、半卵圆中心、穹窿脚）

出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为了进一步详细了解脑的

部位５—１０倍。提示海马是中枢神经系统对锌摄人

各部分组织中ＺｎＴ３ ｍＲＮＡ的表达情况，又将小鼠嗅

较敏感的区域Ｈ１，１２ｊ，营养性缺乏和过量都会导致脑

球、大脑皮层、小脑皮层、海马等各部分组织检测

元素的变化，造成严重的行为及神经学后果。例如

ｍＲＮＡ，从图４的检测结果可发现大脑皮层、海

缺锌会改变神经结构和突触发生，影响大脑中锌的

Ｚｎ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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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锌等金属元素在脑中的精细分布与ZnT3 mRNA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功能,本项研究使用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技术(SRXRF)测定小鼠全脑和脑
切片中锌等金属元素的分布,同时使用反转录多聚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小鼠各组织中的ZnT3 mRNA的表达量.分析结果表明,脑中锌元素不是均匀分布
的,主要分布在皮层、海马和齿状回部位,它们的锌浓度比道束区高出5-10倍.与此结果相对应的是大脑皮层、海马和睾丸中的ZnT3 mRNA有较高丰度,而其
他组织中未检出ZnT3 mRNA.进一步的推断提示ZnT3能促进胞浆内的锌富集于神经元囊泡中,通过介导胞浆锌的跨膜转运过程构造囊泡的"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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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8)
目的 探讨反复癫痫发作后的自发性癫痫大鼠(SER)与正常Wistar大鼠脑海马锌转运体1和3的表达与癫痫的相关性,以及癫痫发作后脑海马内含锌神经
元内锌稳态的改变情况.方法 应用Western blot和RT-PCR方法分析反复癫痫发作后的SER与正常Wistar大鼠脑海马锌转运体1和3表达情况.结果 SER反复
癫痫发作后脑海马锌转运体1蛋白及mRNA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Wistar大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锌转运体3蛋白表达与正常Wistar大鼠相比无明显
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反复癫痫发作后SER脑海马可能在神经元尤其突触后神经元内出现锌浓度增高现象,锌转运体1表达上调可通过降
低神经元内Zn2+水平对抗癫痫发作引起的神经元损伤,从而起到保护神经元的作用.

3.学位论文 刘新 锌对铝所致未成年大鼠血脑屏障完整性破坏的保护作用 2007
铝的神经毒性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已有研究发现，铝最容易引起神经元损伤，影响智力发育，且铝导致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是一个长期的
慢性的病理过程，涉及到脑发育的各个阶段。大量研究表明，许多神经系统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透析综合症、帕金森
病(Parkinson’s disease，PD)等均与慢性铝蓄积有关。因此，对铝中毒寻找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措施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通过对铝中毒患者进
行观察发现，脑内有过量的铝蓄积时，会引起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的结构和功能损伤。同时发现，锌对于此种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但是浓度过高反而会引起神经细胞的损伤。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浓度的锌对脑内铝含量的影响，以便寻找出最佳给药浓度来保护铝对脑的损
伤，从而为预防慢性铝金属中毒和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分组
健康40日龄SD大鼠300只，按体重随机分到下
列各实验组中，分别为：A对照组；B低铝组；C中铝组；D高铝组；E低锌组；F高锌组；G中铝+低锌组；H中铝+高锌组；I高铝+低锌组；J高铝+高锌组。
2、给药
腹腔注射无菌的生理盐水或低、中、高浓度AlCl<,3>溶液，造成铝中毒；口腔灌胃给予低、高浓度ZnSO<,4>溶液。每连续处理3天间
歇1天，共计8个周期。
3、定期检测动物体重增长情况。
4、利用经典Morris水迷宫检测各组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
5、测定脑组织
EB含量来判断各组动物BBB通透性的改变。
6、应用透射电镜观察脑超微结构的变化。
7、免疫组化荧光染色和正置荧光显微镜观察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上的细胞骨架蛋白F-actin的表达情况。
8、免疫组化SABC染色法观察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cludin的分布位置以及表达水平的变化。
9、Westem blot法测定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cludin的含量变化。
10、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PSS)统计分析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P<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各组动物体重增长情况对照组大鼠体重增长值
(115.6±4.8g)与中铝组(82.4±22.2g)、高铝组(55.8±6.80g)相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中铝组(82.4±22.2g)与中铝+低锌组(108.8±12.4g)、
中铝+高锌组(107.0±9.59g)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高铝组(55.8±6.80g)与高铝+低锌组(93.0±4.47g)、高铝+高锌组(105.0±10.0g)相比均具
有显著差异，P<0.01。
二、Morris水迷宫检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各组之间的大鼠逃避潜伏期和空间定位航行实验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
三、BBB通透性的变化对照组的脑组织EB含量(0.011±0.003μg/g脑重量)与低铝组(0.053±0.007μg/g脑重量)、中铝组(0.085±0.012μg/g脑重量
)、高铝组(0.110±0.021μg/g脑重量)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中铝组(0.085±0.012μg/g脑重量)与中铝+低锌组(0.036±0.004μg/g儋脑重量
)、中铝+高锌组(0.031±0.002μg/g脑重量)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高铝组(0.110±0.021μg/g脑重量)与高铝+低锌组(0.061±0.003μg/g脑重
量)、高铝+高锌组(0.042±0.006μg/g脑重量)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四、透射电镜观察脑超微结构的变化电镜结果显示，对照组动物
脑BBB紧密连接结构完整，内皮细胞核近似圆形、核膜清晰，染色质，线粒体、高尔基体等均具有完整结构；中铝、高铝组大鼠脑内皮细胞核出现不同程
度的变形，线粒体和高尔基体偶有水肿，高铝组伴有异染色质向细胞核膜的边集，内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模糊，电子密度高；中铝+低锌组、中铝+高锌
组、高铝+高锌组动物脑BBB的超微结构保持较完整，功能较正常，但也偶有内皮细胞核的轻微分裂，紧密连接开放。
五、免疫组织化学荧光染色
观察微细血管内皮细胞上的骨架蛋白F-tictin的表达在荧光显微镜下，对照组动物脑内皮细胞骨架蛋白F-actin呈红色丝状，沿血管壁均匀表达；中铝组
、高铝组动物脑内的微血管的F-actin表达模糊，有不连接的现象，可见血管壁有不同程度的皱缩、变形；低铝组、低锌组、中铝+高锌组脑微血管较为
规则，丝状F-actin沿血管壁均匀表达，连续、明亮、清晰。
六、免疫组化SABC染色法观察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gludin的分布位置以及表达水平的
变化组织化学研究结果显示，occludin表达于内皮细胞毗邻处，呈点状和线状表达；对照组大鼠微血管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cludin表达的平
均光密度值(0.255±0.010)与中铝组(0.219±0.008)、高铝组(0.207±0.004)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中铝组(0.219±0.008)与中铝+低锌组
(0.236±0.005)、中铝+高锌组(0.250±0.004)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高铝组与高铝+低锌组(0.229±0.003)、高铝+高锌组(0.242±0.003)相比
均有显著差异，P<0.01。
七、Western blot法测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gludin的含量变化中铝组大鼠脑组织中occludin(62-80KD)的相对光密度值
(0.585±0.012)和对照组(0.701±0.048)、中铝+高锌组(0.661±0.004)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高铝组(0.427±0.003)与高铝+低锌组
(0.565±0.003)、高铝+高锌组(0.678±0.014)相比，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1．小于10mg/kg浓度的铝接触显著降低了未成年
SD大鼠的体重增长，但未对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产生明显的影响。
2．2.5mg/kg浓度的铝增加了未成年大鼠BBB的通透性；大于5mg/kg浓度的铝接
触增加了BBB的通透性，损伤了血管内皮细胞的超微结构，显著降低了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cludin的表达，改变了F-actin的表达。
3．5mg/kg的锌
未对未成年动物体重、BBB的通透性和超微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10mg/kg的锌显著降低了未成年SD大鼠的体重增长，增加了BBB的通透性，损伤了血管内
皮细胞的超微结构，且影响了occludin和F-actin的表达。
4．锌对铝接触导致的未成年大鼠体重增长缓慢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锌对铝接触导致
的未成年大鼠BBB的通透性的增加和超微结构的破坏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锌显著抑制了紧密连接相关蛋白occludin和F-actin的表达改变。

4.期刊论文 陈伟强.程义勇.李树田.侯玥.洪燕.王冬兰.CHEN Wei-qiang.CHENG Yi-yong.LI Shu-tian.HOU Yue.
HONG Yan.WANG Dong-lan 锌对心理应激大鼠不同脑区金属硫蛋白亚型表达的影响 -营养学报2006,28(4)
目的:观察不同锌摄入水平对心理应激大鼠不同脑区金属硫蛋白亚型表达的影响.方法: 将Wistar大鼠随机分为8组:正常对照组、对喂组、缺锌组和
补锌组及其相应的应激组,分别给予正常、缺锌和补锌饲料,以缺锌动物当日的饲料摄入量作为对喂动物次日的给料量.动物喂饲1w后开始束缚应激,持续
4w.分别以蛋白印迹法和RT-PCR测定海马、皮质、间脑和嗅球金属硫蛋白含量以及MT-1 Mrna和MT-3 Mrna的表达;并以ELISA法检测血浆IL-6和IL-1的含量
.结果:缺锌动物的血锌含量明显降低,缺锌应激动物不同脑区金属硫蛋白及其亚型Mrna的表达均较缺锌动物明显升高,但其增加幅度低于其它应激组;而补
锌应激动物的表达增加幅度最大.缺锌组和各应激组动物的血浆皮质醇、IL-1、IL-6水平出现显著升高.另外,金属硫蛋白在不同脑区的表达水平不同:海
马＞嗅球＞皮质＞间脑.结论:不同锌营养状况可影响心理应激动物不同脑区金属硫蛋白的表达,海马脑区表达水平较高可能与海马在应激反应中的重要作
用相关联.糖皮质激素及IL-6、IL-1等细胞因子可能对金属硫蛋白的表达发挥了诱导作用.

5.学位论文 于丹 锌离子和锌转运体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老年斑内的分布与表达 2009
随着人口的逐渐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人类健康。AD的典型病理特征包括β—淀粉样
蛋白(β—amyloid，Aβ)在脑内病理性沉积形成老年斑(senile plaque，SP)，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和淀粉样血管病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CAA)。Aβ是AD发生和发展的中心环节，体内的Aβ由β—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经
β—和γ—分泌酶水解而成。目前大量实验证明，锌离子能增加APP转基因鼠脑内Aβ的聚集。口服金属螯合剂可以明显抑制APP转基因小鼠脑内老年斑的
形成。锌离子在生长、发育、DNA合成、免疫和其他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锌离子不能自由通过细胞膜，特定的转运体和膜通道参与锌的转运和代谢
。锌转运体(zinc transporter，ZnT)是参与脑锌代谢的重要蛋白家族之一，最新的研究表明，ZnT1，3—7在AD病人和APP/PS1转基因鼠大脑内的表达明
显增强，而敲除ZnT3基因的APP转基因小鼠，其脑内Aβ老年斑数量、血管淀粉样改变均明显减少，提示ZnTs与锌离子共同参与了AD的发病和病理过程。
令人感兴趣的是，有文献报道，在对57位AD病人的病理学研究中发现有31位病人(占52％)的小脑内出现老年斑，但锌离子尤其是ZnTs在小脑老年斑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对锌离子和ZnTs在APP/早老素(PS1)转基因鼠小脑内的分布和表达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对进一步深入探讨脑锌代谢紊乱与
AD病理生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方法:
采用金属自显影技术检测APP/PS1转基因鼠小脑游离锌离子的分布和水平；应用免疫荧光双标和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技术检测ZnTs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内的定位分布及其与Aβ在老年斑内的共存关系；应用Western Blot技术检测APP/PS1转基因鼠
小脑ZnTs的表达变化。
实验结果:
1、锌离子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老年斑内的分布
AMG结果显示，AMG阳性的老年斑广泛分布于
APP/PS1转基因鼠小脑内，并主要分布在小脑分子层，在血管壁及其周围组织内也可见到明显的呈棕黑色的AMG阳性反应产物。
2、锌转运蛋白在
Aβ免疫阳性的老年斑分布
免疫荧光双标的共聚焦激光扫描结果显示，Aβ免疫阳性的老年斑广泛分布于APP/PS1转基因鼠小脑皮质内，并主要集中
在分子层，几乎所有Aβ阳性的老年斑均有不同程度的ZnTs表达，即ZnTs和Aβ共存于老年斑内。
3、锌转运蛋白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表达改变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ZnTs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表达均明显高于野生型对照小鼠。
结论:
1、APP/PS1转基因鼠小脑皮质内的存在
大量老年斑，并主要集中在分子层，在颗粒细胞层老年斑的分布相对较少。
2、APP/PS1转基因鼠小脑内的老年斑中富含锌离子。
3、ZnTs与
Aβ共表达于APP/PS1转基因鼠小脑内的老年斑中。
4、ZnTs在APP/PS1转基因鼠小脑内的表达均高于野生型小鼠。
5、锌离子和ZnTs参与

APP/PS1转基因鼠小脑老年斑的形成。

6.期刊论文 刘芳.许家军.龙建纲.向正华.沈慧.张传森.王福俤.Liu Fang.Xu Jiajun.Long Jiangang.Xiang
Zhenghua.Shen Hui.Zhang Chuansen.Wang Fudi 地高辛原位杂交显示锌转运体 3 mRNA 在脑、脊髓和脊神经节中
的分布 -解剖学杂志2008,31(6)
目的:为研究锌转运体 3(ZnT3) 在神经系统功能中的作用提供形态学依据.方法:制备带有地高辛标记物的 ZnT3反义 RNA 探针,取雄性 SD 大鼠脑、
脊髓和脊神经节行冷冻切片,作 ZnT3 mRNA 原位杂交组织化学显色,杂交后用 AKP标记的抗地高辛抗体显色.结果:脑内 ZnT3 mRNA 主要分布于海马结构
,包括街状回颗粒细胞和 CAl～CA4 区的锥体细胞,在梨状皮质、扣带后皮质中也有分布,显示的细胞较小;腩干中也有 ZnT3 mRNA 分布,面神经核处分布
较多,网状结构中有少量分布;脊髓灰质前角内有少数胞体较大的细胞呈 ZnT3 mRNA 阳性;脊神经节内的多数神经元呈 ZnT3 mRNA 强阳性.结论:ZnT3
mRNA 主要分布于海马、大脑皮质、杏仁核、脑干网状结构等可塑性较强结构和周围神经神经元中,提示ZnT3 可能在学习、记忆、初级感觉传入和肌运动
调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7.期刊论文 汪凤仪.马建吟.Wang Feng-yi.Ma Jian-yin 锌对大鼠脑区组织核酸含量的影响 -黑龙江商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0,16(3)
通过测定大鼠不同脑区锌对RNA、DNA含量的影响,探讨锌对大鼠学习记忆作用的促进是否与RNA、DNA的合成有关.

8.学位论文 黄琼 低水平铅暴露对脑发育期大鼠智能的影响及钙、锌防护效果和机理的探讨 2000
研究目的:1.建立脑发育期低水平铅暴露损伤大鼠仔鼠神经行为的模型.2.探讨铅神经毒性在大鼠脑发育期不同阶段的差异;3.探讨钙、锌对大鼠脑发
育期低水平铅暴露神经行为损害的保护效应及其可能机制.结论:一、母鼠孕12天→仔鼠出生后40天钦100mg/L含铅水可建成脑发育期低水平铅暴露损害大
鼠仔鼠神经行为的模型;二、大鼠仔鼠出生→出生10天可能是铅对其神经行为损害的高敏期;三、饮料中1.25﹪钙和100mg/g锌干预均有拮抗大鼠脑发育期
100mg/L铅暴露致其仔鼠神经行为损害的交果,其机理可能与降低体内铅蓄积水平,增加小脑及海码NO含量和恢复海马PKC正常活性有关.

9.期刊论文 赖建强.荫士安.徐青梅.胡善明.赵显峰.孟晶 大鼠脑铅和血铅含量对学习记忆的影响与硒锌的保护作
用 -卫生研究2004,33(2)
目的探讨食物铅进入机体后对记忆功能的影响以及补充锌和硒对铅致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将Wistar大鼠按体重随机分为10组,在基础饲料里分别添
加不同剂量的亚硒酸钠、乳酸锌及醋酸铅,实验期为12周.结果染铅各组大鼠的脑和全血中铅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在染铅各组中,从低硒缺锌到高硒高
锌组大鼠的脑铅含量呈下降趋势,对照组大鼠的脑铅含量未检出.染铅各组大鼠血铅含量也不同程度地受饲料中硒和锌水平的影响,硒和锌对降低脑铅含量
有协同作用(P＜0.001).各组大鼠发生错误次数和到达终点所需时间明显不同,缺锌低硒染铅组发生的错误次数和所需时间显著高于其他染铅各组和对照
组(P＜0.05);补硒可显著改善染铅大鼠水迷宫实验所需时间和降低错误次数(P=0.002和P=0.007).大鼠水迷宫试验中随着脑铅和血铅含量的增加,到达终
点所需时间延长和发生的错误次数增加.结论良好的锌和硒营养状况有助于降低组织中铅的水平,提示可能具有拮抗铅毒性的作用.

10.期刊论文 朱辛为.刘伟明.李质馨.窦肇华 胎脑提取液中锌铜铁的含量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2,23(15)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胎脑提取液注射液,选用正常妊娠,6mo以内水囊引产的新鲜人胚胎脑组织,由本室制成无色透明注射液封存,每支
2mL;Cerebrolysin注射液,奥利利EBEWE制药厂;星工牌脑复康(乙酰胺吡咯浣酮)注射液,沈阳第一制药厂;吉研牌脑复素注射液,吉林省药物研究所制药厂
;迪龙牌脑复素注射液,中美合资黑龙江迪龙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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